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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董高峰 孙文爽 报道）近日，在山
东省双拥模范城命名暨双拥模范单
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上，滨城区市西
街道荣获“山东省爱国拥军模范单
位”称号。

据了解，该街道有多家驻军单
位，共有退役军人3076人，其中享
受抚恤定补优抚对象282人，现役
义务兵家庭96户，每年度发放各类
优抚金 240 余万元，悬挂光荣牌
2925个。近年来,该街道不断拓展
双拥领域、丰富双拥内容，形成了党
政领导主抓、上下协同的双拥工作
网络体系。

健全机制，形成规范工作制

度。目前，该街道22个社区39个
村居全部成立了双拥工作服务站，8
支双拥志愿服务队不定期为辖区驻
军单位开展对接服务。严格落实军
政座谈会议、军地互访慰问等制度，
将双拥工作纳入各单位全年工作计
划，每年召开涉军会议10余次，协
调解决好驻军用水、用地、用电等问
题。

创新载体，营造浓厚工作氛
围。该街道通过社区网格化管理，
对辖区优抚对象实行精准服务，同
时设置优抚政务公开栏，实行优抚
政务街道、社区（村居）、二级公开。
目前，共在城区主干街道设置固定
双拥宣传标识200余个，营造了良

好的双拥氛围。
另外，除春节、八一节专项庆祝

活动和全民国防教育日集中宣传
外，该街道将每年7月10日至8月
10日定为双拥宣传月，广泛开展双
拥宣传、军民联欢、走访慰问等活
动，形成关心爱护人民军队的良好
风气。在彩虹湖社区建立民兵之家
和国防教育基地，定期邀请武警滨
州支队、原消防滨州支队等部队军
人向辖区青少年宣讲国防知识。

发挥优势，推动军民融合发
展。该街道充分利用人才、技术、院
校单位等资源优势，全力为部队提
供后勤保障。协调区房管服务中心
为军分区修缮营房，协调区交通局

整修滨州军分区院内部分路段。双
拥工作服务站定期走访优抚对象，
建立详实的精细化服务登记表。各
社区设有双拥电子阅览室、双拥法
律咨询室、双拥母子娱乐室等，同时
利用双拥鹊桥联谊室、双拥谈心室
为辖区内的部队官兵、现役军嫂及
居民打造休闲娱乐场所。

示范引领，打造国防主题公
园。该街道在辖区内以彩虹湖、太
阳湖为依托，精心打造了双拥文化
氛围浓厚、创意独特、内容丰富的双
拥国防教育主题公园，进一步巩固
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的鱼水情谊。

健全机制 创新载体 发挥优势 引领发展

市西街道获评“山东省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讯
员 彭宇涵 报道）“快过年了，盼了这
么久的工资终于要回来了，我们一
直相信政府，谢谢你们！”1月12日
上午，崔某等多名农民工来到惠民
县清河镇政府综治中心，领回了自
己被拖欠了数月之久的工资，握着
该镇信访助理王书平的手连连道
谢。

据了解，崔某等 60余名农民
工，从2020年7月至2020年10月

在清河镇辖区内的某工程项目跟随
包工头孙某务工，工作时间各不相
同，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月，但是都面
临着同样的问题——工资拖欠。他
们中的多人曾找到孙某直接讨要，
但孙某以资金周转不过来、工作时
间短等为由拒绝发放工资。讨要无
果后，10多名民工代表走进该镇综
治信访办集体反映，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向当事民工了解了案情，并上
报领导。

案件受理当天，信访办工作人
员就与孙某取得联系，孙某表示马
上核实处理。结果10多天过去了
仍未履行，工作人员再次联系孙某，
又通过与发包方负责人联系，参照
国务院出台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对工程负责人沟通教育，做
了大量的交涉和协调工作，随后责
令其在限期内支付崔某等人的工
资。经过多方筹资，2021年1月12
日，崔某等60余名农民工终于如愿

以偿地拿到了被拖欠已久的工资。
据了解，为了切实维护农民工

的合法权益，加强对讨薪案件的办
结处理力度，让农民工高高兴兴地
与家人过年，清河镇人民政府把解
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为当前一
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来抓，加班加
点协调处理，做到立案一起、解决一
起，克服重重困难，维护了社会和谐
稳定。

清河镇政府为60余名农民工追回欠薪

近年来，博兴县持续开
展“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
将轮滑、陆地冰壶等旱地冰
雪运动引进小学、幼儿园，
培养小学生及幼儿对冰雪
运动的热爱，从而提高他们
身体的平衡性、协调性和灵
活性，实现全面发展。

图为该县皇家公馆幼
儿园的小朋友正在进行轮
滑练习。（滨州日报/滨州网
通讯员陈彬 摄影）

冰雪运动
进校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
一娟 通讯员 贾晨晨 报道）近日，
无棣县埕口镇鲁冀界大桥上寒风刺
骨，但未曾阻挡当地防控疫情的决
心和脚步：搭棚子，扯电线……终
于在次日清晨八点前将值守点装配
完成，一线值守人员全部整装上
岗，严查过往车辆，确保不漏一人
一车。

埕口镇鲁冀界大桥联防联控值
守点，紧邻河北省海兴县，过往车
辆众多，是无棣县与河北省搭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卡点。为重点防范
河北省疫情输入，全力保障当地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该镇
全民行动，牢牢扛起防控责任，严
格落实防控措施。

该镇实施“镇直职工、办事处

工作人员、村干部及网格员、胡同
长”四级联控，组织大家全部行动
起来，严防死守。镇村干部进村动
员，向群众宣传当前疫情防控的严
峻形势，引导村民从思想上重视起
来。同时，全面排查河北、北京等
中高风险地区回来的人员及密切接
触者，第一时间组织进行核酸检
测。

同时，该镇深入开展督导检
查，提高公众场所防护意识，商
店、超市等地有专人值守，严格落
实体温测量、健康码与行程码查
验、信息登记等防疫工作措施。严
守鲁冀两省交界处埕口大桥，确保
小型车辆劝返、大型车辆全部检查
登记，全力以赴筑牢“外防输入”
第一道防线。

埕口加强联防联控筑起“北大门”疫情防线

魏桥着眼三个凸显强化卫健宣传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刘月 报道）为做好新时期卫健工
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健康需求，邹平市魏桥镇卫健办树
立大宣传理念，凸显宣传教育工作
的服务性、广泛性，广泛整合社会资
源，加强部门联合，形成了人人参
与、社会支持卫健工作的浓厚氛围
和强大合力。

融入大局，凸显大宣传格局的
服务性。该镇卫健办努力把宣传教
育工作融入中心重点工作，将全面

两孩政策及改革后的流程优化、家
庭安康工程、健康促进、暖心行动、
青春健康教育、关怀关爱流动人口
等宣传工作紧紧结合中心工作，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做好政策解
读，让每一项惠民便民政策落到实
处。

创新形式，凸显大宣传格局的
广泛性。该镇卫健办充分发挥计生
协组织网络优势，多渠道、多角度、
全方位开展宣传工作。以“5.29”、

“7.11”主题活动为抓手，并结合预

防出生缺陷日、男性健康日等宣传
节点，利用集中宣传、微信群（公众
号）、直播课等形式及时将生育政
策、优生优育知识、健康生活方式等
送到千家万户。广大会员群众积极
参加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树立了

“我的健康我做主”、自己是健康第
一责任人的理念。

整合资源，凸显大宣传格局的
联动性。该镇卫健办积极与医疗卫
生机构协调配合，利用“两癌”检查、
计生特殊人员查体等时机，大力开

展义诊宣传等活动，广泛普及健康
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还邀请心理机构专业讲师为计生特
殊家庭上好心理辅导课，做好心理
援助。聘请妇幼保健专家开展优生
优育、青春健康教育公益讲座。依
托“今日魏桥”微信公众号及时发
布部门工作动态，积极向“健康邹
平”、山东省计生协等新闻媒体投
稿，大力宣传卫健工作中的特色、
亮点和优势，讲好新时期魏桥卫健
故事。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梁连斌 报道）早日实现安置回迁
是拆迁群众翘首以盼的大事，也是
滨城区市中街道积极推进的一项重
要民生工程。

继1月13日上午完成五里、牛
王、马官、北一、老蒲城等5个村居
1657套安置房的分房工作之后，市
中街道高歌猛进、持续发力，于1月
14日上午，仅用3小时顺利完成北
二、北三、小关3个村居397户742
套安置房的分房工作。至此，该街
道五里安置区和滨河新苑安置区8

个棚改村居1213户2399套安置房
分房回迁工作已顺利完成。加之一
周前完成的7个黄河滩区脱贫迁建
村居1664户2644套安置房的分房
任务，截至目前，市中街道今年已全
部完成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和棚改迁
建共计15个村居，2877户、5043套
安置房的分房回迁工作。

为方便群众顺利选房，该街道
抽调精干力量成立工作专班，为拆
迁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分房
现场，群众有序进行身份确认、摇顺
序号、摇房号、登记等环节，该街道

还邀请了公证人员实施全程监督，
真正做到公平公正、阳光透明。

本着“唯有干好工作，才能心安
理得”的原则，坚持“快决策、快行
动、快突破、快见效”的初心和使命，
市中街道把“回迁提速”作为党员干
部锤炼本领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
有效载体，全力以赴抓好群众回迁
安置工作。

在回迁安置过程中，该街道科
学制定计划，提前启动回迁安置流
程，严把安置政策关，从分房前期准
备、组织实施、公开选房等各个环节

按规定操作，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一
方面接受群众监督，另一方面及时
协调安置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确保回迁安置工作顺利推进。

回迁安置，事关民生，该街道充
分发挥冲锋陷阵、攻坚克难的执行
力，躬身入局、高效服务的服务力，
亲民为民、服务群众的战斗力，履职
尽责、争创先锋的先锋力等六个层
面的工作能力，用好“钻劲、冲劲、韧
劲、拼劲、巧劲”五股劲，通过真抓实
干，全力提升为民服务水平保证回
迁安置工作井然有序，顺利完成。

市中完成黄河滩区及棚改居民分房回迁

国网惠民县供电公司正在开展已销户但有预收电费

客户的余额清退工作。截至目前,惠民县源盈新型建材

厂（石庙）、惠民县顺祥达棉副产品加工厂（石庙）、星欣织

业有限公司（何坊）、大地建筑（惠城）、经委2（惠城）、建民

加油站（惠城）、肖文玉（何坊）、孙胜利（石庙）、翟学武（姜

楼）、张勇（惠城）、惠民县誊岳化纤绳网有限公司（惠城）

等单位及个人无法取得联系，请见公告后于三日内持交

费凭证、营业执照、身份证明等证件到当地供电营业厅

（供电所）申请办理退费业务。

如有不明之处，请到各当地营业厅（供电所）进行

咨询。

国网惠民县供电公司

2020年1月15日

公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年1月22日上午10点通过中
拍平台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车辆一宗：包含依维柯、荣威、
等，参考价0.6-4.2万元，竞买保证
金1万元/辆。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
至2021年 1月 21日 17时前将规
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账
户（户名：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邮储银行邹平市支行，账

号：937008010047558894）以到账
为准。并于2021年 1月 21日 17
时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及汇款凭证
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
交保证金无息退回）。

车辆展示及报名时间：2021年
1月20日至2021年1月21日16:
00

中 拍 平 台 网 址 ：http：//
paimai.caa123.org.cn

联系电话：15020580513 刘
经理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5日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9年7月18日在惠民县人民医院南医疗区（李庄

镇）捡拾女性弃婴一名，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惠民县公安局李庄派出所联系，
联系电话：5356433、5356016，联系地址：惠民县公安局李

庄派出所。公告期限30日。
惠民县公安局李庄派出所
2021年1月15日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魏三强残疾人证丢失，证号：
鲁滨字第111288，声明作废。

滨州三丰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 ， 注 册 号 ：
371600228021811，声明作废。

朱璟玉同志：
朱 璟 玉（ 身 份 证 号

372301198705150311）同志，
你自2019年 9月25日旷工至
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我
公司已于2020年12月28日登
报通知你2021年 1月13日前
到岗上班。公告截止日期前你
仍未到岗，依据国家有关规定
及《胜利油田华滨实业有限公

司固定期员工管理规定》，我公
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请
你尽快到胜利油田华滨实业有
限公司办理解除合同手续。自
本公告之日起30天内未回单位
办理解除合同手续，我公司将
按有关规定执行。

单位联系电话：
0543-3468603
联系人：江秀峰

胜利油田华滨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5日

公告

石磊同志：
石 磊（ 身 份 证 号

372301198911180319）同志，
你自2019年 8月25日旷工至
今，严重违反国家及公司规章
制度，我公司已于2020年12月
28日登报通知你2021年 1月
13日前到岗上班，公告截止日
期前你仍未到岗。依据国家有
关规定及《胜利油田华滨实业

有限公司固定期员工管理规
定》，我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
合同，请你尽快到胜利油田华
滨实业有限公司办理解除合同
手续。自本公告之日起30天内
未回单位办理解除合同手续，
我公司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单 位 联 系 电 话 ：0543-
3468603，联系人：江秀峰
胜利油田华滨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5日

公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雪鹏 通讯员 赵聪 报道）为切实保
障群众冬季用暖安全，增强自我保
护和防范意识，近日，沾化区泊头
镇举行应急救助演练。

“喂，是镇卫生院吗？这里是
泊头村农村信用社南边李长英的
安置房，老人昏迷不醒，室内气味
刺鼻，应该是一氧化碳中毒，请抓
紧施救……”随后，该镇卫生院急
救人员4分钟内到达现场，并将中
毒患者收至内科治疗，通过多学科
联合救治，最终使患者脱离危险。

本次演练过程真实生动，所有

工作人员配合默契，沉着冷静，操
作规范，处置得当，最终使患者得
到及时有效救助。演练结束后，所
有工作人员集中总结，为进一步优
化救治流程、提高应对能力提供更
有益的借鉴。

“岁末年初，正值寒冬天气，群
众采用生物质取暖过程中，如果操
作不当，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
件。通过开展应急演练，能极大地
增强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提
高事故应急处置水平，切实为群众
生命安全做好保障。”该镇人大副
主席杨成滨说。

泊头举行应急救助演练
保障群众冬季用暖安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高吉乐 报道） 1月 10
日，滨城区梁才街道瑞安社区的
一楼服务大厅里，人头攒动，一
派喜气洋洋的景象。该街道宋黑
居委会正在发放棚改项目补偿安
置款，现场居民的脸上洋溢着喜
悦之情。

据介绍，2020年，宋黑居委
会一共动迁 326 户，拆迁院落
400余套，大多数居民原来的院
落置换成楼房后，剩余面积折合
成款项再对群众进行补偿。在领
款现场，由街道财政所、瑞安社

区、执法中队、银行工作人员等
组成的工作组严格按照发放流
程，引导村民有序排队，登记相
关信息、签收收款确认单，并为
他们发放提款存单，居民仅需持
个人有效证件和存单到银行即可
提取补偿款，保障了资金安全。

据了解，为确保补偿款顺利
发放，工作组提前做足充分准
备，将材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
并为村民印制发放了兑付明细，
仅当天一上午，就将涉及400余
处房产的4000余万补偿款全部发
放到位。

梁才居民喜领拆迁补偿款


